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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中國史上發生多次的民變，大多是導因於氣候變異發生的一些旱、澇、蝗等災害，

嚴重的後果，經常是因此而改朝換代，或甚至是異民族大舉入侵，這些在中國史上的例

子是不勝枚舉。 

此次的歷史氣候報告，我們在經過多次討論之後，原先預定的方向是研究有關於上

述所提的，而最後我們題目選定“陝西歷史氣候災異與晚明民變”，主要原因是我們發
現明末時，陝西連年發生旱、蝗災，導致大規模的饑荒，人食人的情形到遍可見;而我

們發現的另外一點是流寇首領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都是陝西出身;上述的兩點是

我們選定題目的主要原因。 

研究目的 

    陝西歷史氣候災異與晚明民變”是我們內文最著重的議題，不同以往在坊間籍，我

們強調的是陝西、山西地區氣候災害所引發的饑荒是導致晚明民變的最重要關鍵，但我

們並非一昧的追求氣候因素，而是也大量查閱政治、經濟等社會問題，來看到底引起晚

明民變的主要因素是哪些?   

諸論 

中國古代文化源於黃河流域，從河套、山西、甘肅、及周口店等地舊石器時代遺址挖出

來的動物遺骸，計有犀牛、水牛、駝鳥、羚羊、鹿、獐、象等熱帶動物，可見當時黃河

流域亦較今日為暖。自殷商以還，中國的氣候亦有一系列的寒旱暖濕變化，中國歷史上

幾個較大的政治動亂，例如王莽的篡漢及其覆亡，東漢末年的黃巾賊之亂，晉代五胡亂

華，宋代金人之南侵，元人之滅金和宋，明末流寇的猖獗，滿人的入關，清代太平天國

的興起等等，多由氣候之異常所引起。在雨量稀少的情況下，農民即使在「收成」之年

尚且要終身勞苦，遇到兇年時，更不免於死亡，如果連年荒歉，則人民受饑寒壓迫，勢

必鋌而走險，四出劫掠，甚至奪人之國據為己有。故中國歷史上氣候變遷對中國歷史上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非常重大。 

中國歷史上各朝代之氣候及其變遷情形 

一、暖期 
1. 自黃帝之前三○○年(西元前三○○○年)至西周前期的周穆王二年(西元前一○
○○年)這一段的時期內的氣候並非一直都溫暖，而是有相當大的變化，但無論
如何，還是以暖濕氣候為主。 

2. 第二個暖期：自東周平王元年(西元前七七○年)至西漢成帝建始三年(西元前三
○年)。 

3. 第三個暖期自隋文帝開皇二十年(西元六○○年)經唐、五代而至北宋太宗雍熙二



年(西元九八五年)。 
4. 第四個暖期：在南宋後半期，即至南宋中葉之光宗紹熙三年(西元一一九二年)
至南宋末葉之端宗景炎二年(西元一二七七年)。 

5. 第五個暖期：自清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年)到現在，但其中也有一些寒暖升降
之小波動變化情形。 

 

二、冷期 
1. 第一個冷期自周穆王二年(西元前一○○○年)至東周平王東遷時(西元前七七○
年，為中國五千年來第一次出現之小冰河期 

2. 第二個冷期自西漢成帝建始四年(西元前二九年)起，經東漢、三國、晉、南北朝
至隋文帝開皇二十年(西元一○○○年)，為中國五千年來第二個小冰河期。 

3. 第三個冷期自北宋初葉之太宗雍熙二年(西元九八五年) 至南宋前半期，即南宋
中葉之光宗紹熙三年(西元一一九二年)，為中國五千年來第三個小冰河期。 

4. 第四個冷期自明太祖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年)至清德宗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
○年)，在長達五百餘年之第四個冷期中包括有下列三個小冰河期： 

A自明代中葉之英宗天順二年(西元一四五八年)至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西元一五
五二年)，為中國五千年來第四個小冰河期。 

B自明代末葉後半期之神宗萬曆二十八年(西元一六○○年)至明代前葉之聖祖康熙
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二○年)為中國五千年來最寒冷乾旱之第五個小冰河期。 

C自清代末葉之宣宗道光二十年(西元一八四○年)至清德宗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
年)為中國五千年來次冷之第六個小冰河期。 
在此第四個冷期中也有下列兩段時期有較暖和的冬天： 
a明代末葉前半期之世宗嘉靖三十六年(西元一五五七年)到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西
元一五九九年)的四十二年中，呈夏寒冬暖的情況。 

b清代中葉之聖祖康熙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二○年)到清仁宗嘉慶二十五年(西元一八
二○年)的一百年中。 



 

陝西現今氣候及歷年來氣候災異 
一、陝西現今氣候 

    地勢高與面積遼闊的蒙古高原，如同北美的加拿大盾地一樣，為最佳的極地大
陸氣團的形成源地。當其南移，即迅速籠罩陝西地區，同時久留不去，這是區內乾

寒而少雨的基本因素。最主要在鄰近鄂爾多斯高原的陝北，即在夏季南風或東南風

的氣層，仍舊很薄，僅自地面高及 1200至 1500公尺，相對濕度全年低於百分之五
○以下。這些因素的效應，使區內的氣候，寒冷、 乾燥、少雨、與多霾日，雨量少
與雨季短，變率頗大，為溫帶季風和溫帶沙漠的漸移特徵。地面僅能生長荊棘叢林

和旱生草莽，林木很難生長。 
   由於氣候的乾旱而少雨，同時年雨又過份集中夏季，以及高平的高原面與窄狹的溝
谷，具有上、下間距離的差異，終使農業活動深受生長季和地形的限制。即鬚根的

小麥與小米為重要作物，一年只能一穫，而其分佈的範圍主要在於高原中的谷地平

原，與片片點點的河岸之地。 
一、陝西地區氣候災異 
    陝西自古便多災害，旱、澇、霜、雹、蝗……等，常導致嚴重饑荒(其中又以旱
災次數最頻繁，影響最為嚴重)，我查看老師所給的歷史氣候資料，其中陝西地區在
歷史上發生的旱災不下百次，而澇、霜、雹、蝗……等也有數十次的記錄，旱災發
生最頻繁的時期在十六世紀，其次數在百年中有超過二十年發生。 

    民國十七年的旱災，「樹皮草根，羅掘俱窮」，「西安麥價高至三○元一石(銀圓)，還
有人拿自己的孩子和別人換來吃食。 

    明代氣候承元代氣候之緒，繼續為寒冷時期，但是明代比元代更為乾旱，所以
明代中葉以後，旱災和饑荒連年，乃造成白蓮教、張獻忠、李自成之亂，最後明室

因而傾覆。竺藕舫在「中國歷史上的旱災」一文曾說「除晉和南北朝之外，雨量特

少者為明代，當時旱災之總數為各世紀之冠。」明代前葉和中葉的第十五世紀為中

國歷史上旱災僅次於晉、南北朝、隋等朝代的時期，而明中、末葉的第十六世紀，

旱災總數發生八十四次之多，居歷史上各世紀之冠。而陝西地區如前所述，發生了



二十幾次的旱災(尚不包括極可能是旱澇蝗等災害所引起的饑荒)，佔了四分之一
強。以下是十六世紀時陝西所發生的旱災(選自老師所給的資料)： 

明武宗正德元年，陝西三府旱  明史 1506 
明武宗正德二年，陝西大旱民皆流移 1507 
明武宗正德四年，旱，自三月至七月，陝西亦旱 1509 
明世宗正德十六年，陝西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 1521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六月，陝西諸郡大旱疫  1521 
明世宗嘉靖七年，陝西大旱  明史 1528 
明世宗嘉靖七年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  徵典 1528 
明世宗嘉靖八年十一月，河南陝西大饑   徵典 1529 
明世宗嘉靖十年，陝西大旱  明史 1531 
明世宗嘉靖十年七月，陝西大旱螟蠲賑有差   陝西 1531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陝西大旱  明史 1532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陝西大旱  陝西  1538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夏，陝西大旱  明史  1538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夏四月，南北畿山東陝西福建湖廣大旱  徵典  1538 
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陝西旱  明史  1545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陝西旱  明史  1550 
‥‥‥‥‥‥‥‥‥‥‥‥‥‥‥‥‥‥‥‥‥‥‥‥‥‥‥‥‥‥‥‥‥ 
‥‥‥‥‥‥‥‥‥‥‥‥‥‥‥‥‥‥‥‥‥‥‥‥‥‥‥‥‥‥‥‥‥ 
由以上所見，陝西地區在十六世紀時，發生旱災是每幾年，甚至是連年發生，在一年僅

能一穫的陝西黃土區，遇上旱災無疑是雪上加霜。 
所以以目前來說，由於資料上無法支持我們的論點，我們無法證明陝西氣候變異對民變

的發生有多大的衝擊。 

 

明  代  的  衰  亡 

一、人禍： 

1. 土地兼併和大地主莊田的膨脹： 

（1） 皇室：皇室土地的擴大，許多是依靠特權佔奪民業得來的，皇莊害民，成為當時一

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何孟春於弘治十一年（1498年）曾言及：「近年著莊人役，罔

恤國體，近莊田土，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佔，由尋及丈，跨畝連蹊，求益不已。

在莊旁者，產去稅存….」。 

（2） 貴族：明代受封就藩的親王有五十人，自明中葉起，除兩京之外，王府莊田遍及河

南、山東、山西、陝西、胡廣、四川、江西諸省。這些王府擴充莊田的手段主要有

向皇帝「湊討」、「乞請」；接受投獻以及侵奪官民田地等。 

（3） 宦官：隨著宦官政治勢力的膨脹，許多有權式的宦官都成了大地主。正統九年（一



四四四年），戶部官員揍稱草場「多被內官史等人侵佔，私役均士耕種」，景泰三年

（一四五二年），南京錦衣衛軍余華敏痛斥內官十害，其中之五便是：「廣置田莊，

不入賦稅，寄戶郡縣，不受徵徭，阡陌連亙，而民無立錐」，正德年間，宦官劉瑾等

人也都佔有大片土地，谷大用侵佔民業更達一萬餘頃。 

（4） 武官功臣：自明初聽武臣墾荒為業，一般勳臣都廣佔土地。如雲南黔國公「沐晟父

子前後至圃田三百六十五，日食其一，可以周歲。至宣德時，「各處鎮守內外官佔田

地耕種栽植蔬菜，動千百畝，俱無糧稅」 。景泰三年（一四五三年），學士商輅指

出：「兩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佔作莊田，以諸空閑田地有

被彼此鎮守總兵，參將並都指揮等官佔為己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力肥己」。 

（5） 縉紳地主：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摘抄」中說到這一時期縉紳贏產謀利得變化時云：

憲、孝兩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佩其父輿為翰林編修，北野官至郎中，

兩世通顯，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土；曹定庵時中，其兄九峰時和舉進士，有文章，定

庵官至憲副，弟時信亦京朝官，與李文正結社賦詩，門閥甚高，其業不過中人十家

之產。……至正德間，諸公競營產，謀利一時，如宋大參愷、蘇御史恩、蔣主事凱、

陶員外驥、吳主事哲，接積至十餘萬，以為子孫數百年之業矣。 

此外商人和高利貸者也對土地兼併推波助瀾的作用。 

2. 人民的流亡： 

明中葉的土地兼併浪潮，特別是皇室勳戚官僚莊田的惡性膨脹，把千萬自耕農民排擠出土

地；繁重的賦役，又使不負重荷的農民走向流亡。在貪官污吏恣意盤剝擾民的情勢下，

城鎮手工業者、屯田的軍士、熬鹽的人等，也紛紛加入流亡的隊伍。 

二、天災： 

    明代氣候承元代氣候之緒，繼續為寒冷時期，但是明代比元代乾旱，所以明代中葉以後，

旱災和飢荒連連，乃造成白蓮教、張獻忠、李自成之亂，最後明室因而傾覆。竺藕舫在中

國「中國歷史上的旱災」一文中曾說：「除晉和南北朝以外，雨量特少者為明代，當時旱

災之總數為各世紀之冠。」可見明朝也是旱災相當嚴重的時代。明代前葉和中葉的第十五

世紀為中國歷史上旱災僅次於晉、南北朝、隋等朝代的時期，當時每百年中旱災對雨災的

比率為2.25，近次於晉帶的8.20，南北朝的4.10，隋代的3.30。而明代中葉、末葉的第

十六世紀，則旱災總數達八十四次之多，居歷史上各世紀之冠，；但是因為當時雨災數也

多，所以每百年中旱災對雨災之比率僅.95，旱情不比十五世紀嚴重。 

名代的氣候可區分為下數四期： 

1.明代前期：（明太祖洪武元年 ~ 明英宗天順元年，西元1368 ~ 1457年）------ 和元代



相似，無任何「冬無雪」的紀錄，固為寒冷氣候時期。明景宗景泰五年冬天天氣特別寒冷，

所以杭州、嘉興、金華等地皆雪深六七尺，而近世杭州、嘉興、金華等地已無雪深六七尺

之情形，可見當時氣候遠比今日為寒。現世氣候學家根據氣候記錄，認為明代前葉之氣候

寒於今日，認為當時年平均溫度應比現代低1℃。 

2.明代中葉（明英宗天順二年 ~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西元1458 ~ 1552年）------ 明

代中葉以後，漫天冰雪的奇寒景象再度降臨江南、華中、華南各地，太湖、鄱陽湖、洞庭

湖、漢水、淮河都曾經結冰，「夏寒」、「夏霜雪」的天氣記錄亦不絕如縷，而明代中葉期間

冬無雪的紀錄兩次----一次是在英宗天順二年（西元一四五八年），一次是在憲宗成化五年

（西元一四六九年），旱災情況也轉趨嚴重，是為歷史上第四個小冰河期時代。像陝西通誌

中就有提到：憲宗成化十年（西元一四七七年）七月，陝西平涼霜。科學家根據氣候資料

研究，認為明代中葉時期的年均溫要比現代低1.5℃。 

3. 明代末葉的前半期：（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 ~ 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西元1557 ~ 1599

年）------仍屬中國歷史上第四個冷期，但是卻為夏寒冬暖的情況。明代末葉的旱期四十

三年中 ，下霜雪的年數有六次，而初秋霜雪的紀錄也不少。又「冬無雪」和「冬無冰」的

年數有五次，佔明代冬無雪記錄總數百分之七十（明代冬無雪記錄有七次），顯然這一段時

期有叫暖和的冬天，故明代末葉前半期的氣候為下寒冬暖的情況，科學家研究明代末葉前

半期期間的氣候記錄，認為這一段期間的年平均溫應比現代低大約0.5℃左右。 

4. 明代末葉後半期：（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 ~ 明思宗崇禛十六年，西元1600 ~ 1643年）

------中國歷史上第五個小冰期，也使中國歷史上最寒冷、而且寒冷持續很久的時期（西

元1600 ~ 1720年），明代末葉的後半期以來，氣候又轉酷寒，下雪連年，無任何冬無雪的

紀錄，從此中國又進入歷史上第五個小冰河期時代（由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到清聖祖康熙

五十九年，西元一六００年~西元一七二０年），在西歐和北美洲也正值小冰河期中最寒冷

的時代。由明代末年後半期的旱災記錄來看，可見當時旱災情況之嚴重，也可以證明寒冷

氣候可造成嚴重的乾旱，現代的科學家們曾經一再地證明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如果下降3

℃，則將使大氣中聚集的水分減少百分之二十，而導致嚴重的旱災。明末後半期之氣候最

為寒冷，故旱災也廣為嚴重。由於連歲大寒大旱，飢荒連年，於是乃有明熹宗天啟二年（西

元一六二二年）時的白蓮教之亂；明思宗時，張獻忠、李自成之亂；以及關外滿清的南下

叩關。所以不旋踵，明室即告傾覆。  

由於歷史上氣候的演變對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影響都相當大，所以近世

氣候學家曾經將各朝代的氣候記錄加以統計，以求出寒暖旱潦的週期性。民國三十三年浙

江大學研究部使地研究所氣象組的張漢松曾經在涂長望的指導下，將名使五行志中所有的



水旱災紀錄加以統計，他得出長江流域的水旱災週期為105年（相近於太陽黑子的十一年

週期），黃河流域的水旱災週期為七年，而且長江流域的水災有每十八年發生一次波動的情

形。他並認為由於赤道海洋氣團的影響僅及秦嶺淮河以南區域，而且負熱帶太平洋高壓海

洋氣團控制黃河流域的時期也遠比控制長江流域的時期來的短，所以黃河流域的水旱災週

期必長江流域來的短。 

 

二、 明末流寇的竄起： 

天起、崇禛間，頻仍的災害和飢荒把廣大的人民逼到絕境。北方山西、山東、河南、

陝西、四川等地湧起了白蓮教徒，明朝政府急忙調度各地軍隊駐守，經過四年多方才平

定。但山東、和北一帶的農民被鎮壓不久後，更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在山西各地揭開序幕。

在封建政府以及地主、官吏的壓迫下，在加上明朝政府「當天啟之時，全國之力，悉集

於遼事，故國內空虛，流寇四起，肇亂於此，非為無因」，忽略的對西北的鎮壓，這是

給西北農民運動的大規模西起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可見明末的流寇「制之非難」，只是

當時的朝廷沒有辦法而已。 

明末的流寇包括了白蓮教徒、逃丁、邊兵、驛卒、礦徒、飢民。所謂的白蓮教不過

是一種邪教而已，有一點類似漢時黃巾的意味，因為他們的記號也用黃巾裹頭之類、妖

言惑眾。逃丁：只歷次援遼之役的逃兵大概自萬曆四十七年奴爾哈赤事起，以至明崇禛

二年之「己巳擄變」，其間凡十年，在此時期內使明朝最感覺頭痛的莫過於國內之徵調

一空，而此徵調之兵或遇敵則遁、或中道奔潰，使逃兵日聚日多。驛卒：其原來都是全

靠驛遞為生，終日肩挑被負，工作雖然辛苦，但生活方面自明初設立驛遞以來，均尚稱

安定。不意到了崇禛二年，只因為當時的朝廷為了軍需支應不足之故，乃議搜括之計，

於是不得不在驛卒身上打主意，因而有節裁驛遞之舉，造成流民聚集。飢民：明末由於

進入第五個小冰其，所以造成各地經常發生水旱災，而在發生水旱災的同時，朝廷卻因



為遼事而無法賑災，導致飢民從而投向流寇，以陝西為例，當時陝西民變湧起，原本朝

廷想派兵鎮壓，但苦於無精銳部隊，於是陝西的三省總督就提出一議，就是播款十萬兩

賑濟飢民，這一個方法的確有效，或許他們當時的作法主要並不是要賑濟災民 ，因為

後來有斬首兩明代頭起義者，但我們可已知道這一種作法是可行的，不過由於賑濟額度

太小，不幾年，便又產生飢荒現象而導致流民的產生。 

結論 

    在我們查閱明史、各地方志及多位學者所撰寫的書籍及文章，及加以整理統合後，

大致完成了此份歷史氣候報告，我們最後的結論是：在大部份我們所收集的文獻資料

中，明末民變發生的主因不只是饑荒的發生，水旱災所導致的饑荒雖然造成民間百姓的

顛沛流離，但除此之後更有政治，經濟……等各種社會問題所產生的影響。氣候因素不

是造成明末民變唯一原因，而收集的眾多資料顯示陝西地區的氣候災異影響可能更少，

所以以目前來說，由於資料上無法支持我們的論點，我們無法證明陝西氣候變異對民變

的發生有多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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